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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巴不得快
点儿完事 好回
女朋友丽芳家吃
饺子
轮 到 一 个 50
多岁的老太太
时 强照例低着头做记录
问到她为什么顽固地跟政府
我活
作对时 老太太说
这么大 从没跟任何人作对
过 我这么大岁数 没做一
件愧心事 没说一句昧良心
的话 我这把年纪 这个身
子骨 一身的病 要不是炼
法轮功 要不是李师父救度
我 我活不到今天 跟姐儿
几个去北京就是为法轮功喊
冤 法轮功好 要政府还法
轮功清白 还我师父清
白
强听了 又是一个死不
改悔的老顽固 气得拍桌子
你她妈的神经
大骂
猛抬头仔细一看 蒙
病
了 原来这个老太太是自己
小学的班主任刘老师 强愣
了 眼睛一阵模糊
强命苦 八岁时 妈就
得癌症死了 爸是个铁路工
人 常年不在家 只好强托
给奶奶照管 别的同学都最
爱放寒假 盼过春节 强最
怕的就是过年了 因为别人
都有父母买新衣服 给压岁
钱 合家包饺子 放鞭炮
唯独自己跟奶奶在家冷冷清
清的 什么都没有 大年三
十 刘老师冒着大雪来接强
和奶奶去她家吃饺子 给强
和刘老师自己的儿子国子买
了一样簇新的棉袄 棉鞋

还给强和国子每人十块钱的
押岁钱
毕业后 一晃就是十几
年 后来听另一个小学同学
偶然说起刘老师 好像是她
得了心脏病 身体特别不
好 老伴也得了脑血栓 半
瘫 躺在床上 衣食起居全
得刘老师照顾 儿子国子也
不在身边 去南方下海了
强默默地看着眼前的刘
老师 她那灰白的头发 瘦
小的身躯 连日来的疲倦
都掩蔽不住她目光中的温
和 平静 和一种说不清
的 一种超人的力量 -- 这种
力量是那么的特殊 那么的
纯净 那么的动人 强从来
没有见过的
曾经血气方刚 曾经少
年心事当拿云 二十多年
来 强在社会上摸爬滚打
经历得也不少了 特别是从
事警官这一行 三教九流
什么没领教过 人嘛 有什
不就是看谁有本事
么的
嘛 能者多牟 强者为王
看透了 这世道谁还不是为
混口饭吃 图个老婆孩子热
炕头 年少时的为美好理想
奋斗的梦想还不是象小学课
本里的树叶书签那样 黄
了 枯了 淡忘了
刘老师的目光似乎还是
向从前那样的善 但绝不是
那种逆来顺受似的忍和委曲
求全 她的目光是那样的柔
和 但绝对不是强所司空见
惯的一般弱者或犯人为求得
宽大处理所表现出来的狡
猾 她的目光比从前还多了

习了第一套功法 佛展千
老人们炼的很认真 考
手
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 我们把
炼功时间控制在十几分钟 护
士帮助两位几乎失明的老人
摆放动作 炼功结束时 一位
失明的印地安老人惊喜地喊
到 看哪 我的手指 可以张
开了 原来以前她的手总是

只能呈攥拳状
从这些病患者身上我感
受到大法的威力 他们在看不
见的情况下 还认真地学炼法
轮功 正是这种 信 的力量
使她获得了见证的鼓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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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小说 流泪的青春
─ 一个狱警的故事
□作者 陆滢
明慧网
当所有的叶子离开大树
当所有的朋友走上大路
过去的誓言就象那课本里缤
纷的书签
刻划着多少美丽的诗汇成我
们光阴的故事!
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
流泪的青春
——八十年代的一首流行的
校园歌曲(光阴的故事)
小说根据一个普通而又
真实的故事改编而成 谨以
此文献给所有与这首歌同时
代的中国人
他叫强 从天津警官大
学毕业后 分配在市劳教
所 99年江泽民 罗干下令
镇压法轮功后 他们单位成
了骨干 几乎每天都有送来
报到的法轮功学员 加班加
点 例行公事 忙得够呛
连女朋友都顾不上陪 时间
长了 真有点不耐烦 心
想 什么时候才能把这个法
轮功给整下去 我也能清闲
清闲 和丽芳泡泡咖啡屋
啊 一次正是2000年大年除
夕 天津有几十名法轮功学
员去北京上访被遣送回市
里 判劳教一年 有男有
女 有老有小 排着队受
审

□文 加/拿大大法弟子

印地安老人的惊喜

明慧网 我到育
空地区 (YUKON) 的
老人院去教功 这
里除了两位 90 多
岁的老人外 其余
都坐在轮椅上 其
中有两位老人几乎
失明 在护士的大
力帮助下 我们炼

一种力量 但这种力量绝不
是一般人的厉害和哥儿们间
的争强好胜和盛气凌人
看着刘老师和这一群普
普通通 男女老少的法轮功
面前 强二十多年来在滚滚
人潮中练就的阅历和本事似
乎瞬间在这样的目光中解
体 化为乌有 好像重新回
到了那个物质上清贫如洗
心灵却自由快乐的时光 那
种和亲人在一起的感觉 那
种在寒冬腊月穿上刘老师给
买的新棉袄 棉鞋的感觉
那种人与人之间没有任何私
心间隔的感觉 那么的简
单 质朴 而又真实
这就是法轮功说的那种
永远 真善忍 返本归真的
境界么 永远美好 自由
快乐 永远不会随着时间和
外物的变化而变质
强想到这儿 不知怎的
泪就止不住地往下流 象是
回到了小时候 没妈却又不
知怎的忽然见到了妈似的
耳边回响起一首从没听过的
绝好音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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